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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文津图书奖揭晓

4月23日， 国家图书馆正式公布了第十
届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中国古代物质文
化》《耶路撒冷三千年》《是什么带来力量：乡
村儿童的教育》等十种图书获得殊荣，同时有
60种图书获得推荐图书奖。

在当天举办的大型阅读推广活动中，国
家图书馆宣布正式启动“国图公开课”，天文
学家、科普作家卞毓麟和哲学家、作家周国平
为广大读者带来了两场直播形式的公开课特
别活动。同时，宣布由国家图书馆与北京京港
地铁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公益性阅读推广平
台“M地铁·图书馆”，即将推出新一期阅读专
题———文津图书奖。在地铁4号线专列里，读
者可以通过扫取二维码， 阅读部分文津图书
奖获奖图书。 （邓晓）

翟小宁：在阅读中触摸幸福

多年以前， 人大附中有学生写了
一本书，拿给巴金先生题词，巴金先生
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有一个丰富的
文学宝库，里面有丰富的文学宝藏，它
使我们变得更善良、 更高尚、 更有价
值， 文学的作用就是使人变得更好。”
巴金先生谈到了文学的意义， 其实也
在谈读书的价值。 现在我们谈读书的
话题，肯定包含着读好书的问题。当下
阅读的症结， 从某种程度上说不是缺
少阅读，而是缺少经典阅读、缺少能带
给人生命滋养的阅读。 我觉得一定要
倡导读经典名著、读整本的书，这也是
我们的学校应该倡导的阅读。

语文课：让孩子变得更高尚

学校离不开课堂， 有什么样的课
堂就意味着我们能够造就什么样的人
才，尤其是语文课堂。我一直认为，语
文课不应仅仅传达知识， 还应传递人
的情感、传递爱与善。高中语文课本里
有篇大家熟知的课文《奥斯威辛没有
新闻》，讲这堂课之前，我会请同学们
阅读一些相关的小说与诗歌， 并搜集
奥斯威辛的图片， 后来我把这些图片
做成了一个短片， 在上课的时候播
放。 当一幅幅悲惨的照片投射在屏幕
上时， 同学们都很安静。 我们都知道
奥斯威辛大屠杀惨绝人寰的场景， 但
是每次看到， 心灵依然会受到很大的
震撼。

上完课以后， 有一位同学来到办
公室，与我聊他上课的感受。他说，这
堂课对他的触动特别大， 但是有个问
题他不明白， 前段日子他在读相关书
籍的时候， 看到纳粹德国的青年士兵
一边杀人一边欣赏音乐， 丝毫没有良
心的谴责。他问我，都说音乐对人的心
灵有陶冶作用， 为什么那些士兵却如
此残忍？然后我们就开始探讨，讨论的
结果是， 音乐固然对人的心灵有陶冶
作用，但还有比音乐更重要的东西，那
就是人的信念、信仰。一个心存善念的
人不会这么残酷，一颗同情的、慈悲的
心不会这么麻木。

过两天这位同学写了一封信给
我， 信中说：“中午与您的谈话令我受
益匪浅，在您的课堂上我感到幸福，因
为您的语文课给我们传达的不仅仅是
知识，还有爱和善。”他这里提到了语
文教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语文课传
达的不仅是知识，还有爱和善”。从孩
子们身上发出的一些感受往往是最珍
贵的， 他们的感受往往也是我们身为
教师、身为校长追求的方向。

一位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后来当
上了美国一所学校的校长， 每当有新
老师入职，他都会送上一封信，信中写
道：“亲爱的老师， 我是纳粹集中营的
一名幸存者， 我亲眼看到了人类不应
该见到的场景： 儿童被学识渊博的护
士杀死， 妇女和婴儿被受过高等教育
的士兵枪杀，这一切令我疑惑。我请求
您帮助学生成为具有人性的人， 只有

使我们的孩子具有人性， 读写算的能
力才有价值。”我想，通过阅读让我们
的孩子心存善念、变得更好，这是教育
的神圣使命。

在学生心中播撒人文的种子

做了校长之后，我会问自己：学校
工作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答案当然有
很多。而我觉得，首先要立德，立德是
育人的根本。 我们在中小学阶段倡导
学生读书是非常有意义的， 以德化人
犹如春风化雨， 孩子的心灵会不知不
觉地与纯真、美好、善良、高尚生出天
然的亲近之感， 因为这时正是他们个
性养成的时候， 我们要相信种子的力
量，读书就是在播种。

在人大附中， 我们把名著阅读带
入语文课堂， 老师们对语文教材进行
大胆取舍， 有的年级在一周的语文课
中，用不超过1/3的时间学课文，2/3时
间用来读书，把大量时间还给学生，老
师基本不讲———不要把读书课当成老
师的讲读课，那就索然无味了。老师会
指导学生一边阅读一边写读书笔记。
至于写什么、怎么写，限制不多，重要
的是学生真情实感的表达。 一个人的
阅读是孤独的， 一个班级的阅读是单
一的，一个年级、一个学校的阅读才是
丰富多彩的。因此，老师会选择学生们
的优秀读书笔记，印制成册，供大家欣
赏。 有交流分享的阅读会形成一个庞
大的场， 场中浸润在书中的学生们会
获得精神的力量， 也会获得终身发展
的根基。学生在课外的自主阅读，远比
他们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更多。

作为教育工作者， 帮助孩子们把

人生的第一颗扣子扣好， 在他们心中
播进人文的种子， 这是在塑造优美的
灵魂，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阅读、觉悟、信仰与爱

前段时间，我赴英国出席了G20国
际校长峰会。 伦敦街上人并不很多，但
是忽然走到一个地方，人多得排起了长
队。 英国朋友告诉我这个地方是书店，
这些人是在买书，每当好书发布，人们
便会排起长队买书，这样的场景我似乎
很久没有见到了。英国有着浓郁的读书
氛围，地铁里或公园长椅上，随时可以
看到一个人在安静地读书。

我这次去英国参观了斯多学校，
学校主体建筑是几个世纪以前的宫殿
式建筑，典雅庄重，文化气息浓厚，图

书馆就位于大厅里最显眼的位置，四
面都是书。 斯多学校还有一个场景让
我很感动：学校教堂对面有座雕像，却
是个普通人的雕像。我们知道，教堂是
很神圣的地方， 如果一个人能够被安
葬在教堂里， 那么他一定是受到这个
民族和国家尊敬的最优秀、 最杰出的
人。这个学校应该有很多杰出的人，为
什么偏偏把一个普通人的塑像放在最
神圣的教堂对面？我了解到，这个人是
二战中的一名士兵， 他驾驶的飞机在
轰炸德国城市的时候飞得特别低，因
为他要尽量看清，不伤及平民。作为士
兵，他可能有很多无奈，他的角色使他
不得不做一些事； 我们在生活中也有
很多无奈， 但是我们心里会有一些坚
守的原则。而选择尽量少伤及平民，这
就是他的原则。 据说后来他又参加了

轰炸日本广岛的战斗， 那次战斗之后
他就生病了，患的是严重的精神病，治
好病后，他就毕生做慈善事业。一个普
通人因其经历， 他的雕像就被立在了
教堂的对面， 这是对人类尚未泯灭的
良知的一种肯定与敬意。

人生有益的时光是在阅读、觉悟、
信仰与爱中度过的，而人生的觉悟、信
仰与爱离不开阅读。正是通过阅读，我
们获得一种精神的滋养、 一种文化的
启迪，获得一种信念，乃至信仰。那些
崇高而美好的书籍是茫茫人世中的一
道阳光，是漫漫人生路上的一盏明灯，
引导着人们向真、向善、向美、向上。为
善最乐， 读书更佳。 我想， 我们感到
最幸福的时候， 应该是在宁静的氛围
中阅读的时光吧。

（文字整理 实习生 章林昱）

■魏海政

从2009年开始，我就“很高调”地在博客
上开始读《礼记》。说是在博客上“读”，其实还
是读纸质书， 只不过把文字一个一个敲打在
博客上而已。我自己也担心这样很“显摆”，但
最后还是这样做了，为什么呢？

我平时喜欢读传统经典， 但由于我的古
文根底浅薄，像《礼记·礼运》这样的经典内
容，对我来说还是比较艰涩的，只凭“看”书，
转眼即忘，根本留不下什么印象。 可是我又
像好奇的孩子一样总是想读一下， 略微明白
一点就喜不自胜。 于是， 想出这样一个笨办
法， 把自己喜欢的、 觉得重要的内容， 一边
读， 一边敲打键盘输入到博客上。 这样做放
慢了读书的速度， 对书的内容也有了更深一
层的理解。

2013年6月， 我终于经不住朋友们对我
“落后”的调侃，开通了微博，当时还傻乎乎地
想“微博为什么要有140个字的限制”。其时我
正在读《世说新语》，有一天突然觉得，《世说
新语》的每一个故事片段，比如“嵇中散临刑
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
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
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
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这样的片段差不多
都在一条微博限定的字数之内！

这个发现着实令我激动了一下———何不
在微博上与朋友共享呢！ 于是乎， 手持一本
《世说新语》的同时，从网上搜出一个电子版
的书来，两相对照，读一段，觉得有意思的就
发到微博上。 基本上等于同时读两个注解版
本的书，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但是，后来
读《论语》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问
题：一段“子曰”，两个版本的注解往往大相径
庭，且各有道理，往往令人思索良久。不过我
很喜欢这种状态，常常陷于其中不能自拔，有
时候不得不再寻找第三种版本的注解来对照
阅读，或求解于贤达。无论如何，有一天发现
一条《论语》 片段的微博点击量居然达到了
1.3万次，还是让我吃了一惊。

从“微博读经”开始后，不知哪天突然一
冲动， 我又开始在QQ群里发这些读经的片
段。然而，在“群”这个公共场所的反应就有点
不一样了，有的叫好，有的排斥，有的还要求
发原文的同时注释翻译一下，不一而足。

有一段时间读《贞观政要》时，有个高校
的老师在群里直斥“神经病”，大意是天天在
群里发“政要”这么敏感的东西，居心何在，云
云。这如当头棒喝，给我浇了一盆冷水，让我
静心反思了一回。 与斥责声俱来的还有在群
里或“私聊”支持我一定要坚持“带领”群友每
天读一点经典的声音， 于是我每日怀着忐忑
不安的心情， 如履薄冰般继续发着读经的内
容。 本来觉得传统经典的精髓已被人们遗忘
太久，应该推动共享和传承，但又觉得这也许
只是个人的爱好而已，不该在“群”这种公共场
所传播，强加于他人。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所
有的群主和管理员都一直默默地“捍卫你说
话的权利”，没有把我从群里“踢出”。时间长
了，斥责声和叫好声都终归于平静抑或无视，
读经依然继续。

现在想想， 这种网络读经行为只不过是个
体自发的一种读书行为而已， 是个人读书的享
受和愉悦，微不足道。但对于传统经典的热爱，
以及走在有喜有忧的网络读经小道上的阅读体
验，不妨记之，聊以自慰。

网络读经忧喜录

报眼态度

最新书事

第二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深入探讨———

让诸子智慧真正走入当代生活
■本报记者 却咏梅

“把古典时代诸子的智慧说清楚，
引导到当代生活中来， 在社会实践中
发挥作用， 这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
力。”近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
研究中心、中国诸子学会（筹）主办的
第二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
海举行，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以
及美国、 韩国等国家的120多位诸子
学专家学者齐聚一堂， 就子学与当代
思潮、子学与传统学术和“新子学”的
发展等议题， 尤其是诸子学包涵的治
国理念资源展开深入研讨。

子学又称诸子百家之学， “新子
学” 概念是在批判传统子学的基础上
由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
任方勇教授于2012年提出， 意在将诸

子百家的思想精粹提炼升华为创新、
解放的“子学精神”， 并以这种精神为
导引， 系统整合古今文化的精华， 构
建出符合时代发展的开放性、 多元化
学术。

作为研究中国先秦诸子治学的前
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陈鼓应认为，
子学构成了轴心时代精神突破的核心
内容， 先秦诸子对人世的深切关怀和
对理想世界的建设， 是中国哲学区别
于其他文明的独特之处， 构成了中国
哲学的基本性格。 他说：“尽管经历了
秦代焚书坑儒的摧残和汉代独尊儒术
的压制，但子学总能寻找到生长空间，
反复焕发生机，不断自我重生，这充分
证明了中华文明从源头上就孕育了自
我更新的基因。”

“诸子学研究有一个较大的突破，

就是诸子学和政治学研究的结合，这
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方勇教授表示，
诸子学研究长期处于经学附庸的学术
边缘地位，缺乏独立、完整的学术研究
格局，研究者需要突破学科限制、拓展
研究领域、强化研究深度，而诸子学与
政治学研究相结合， 深入开掘中国早
期的国家治理思想资源， 有利于推动
诸子学向纵深领域发展。

在方勇教授看来，诸子学界的研究
者从学科来源来说日益趋向多元化，除
传统文史哲学科外，政治学、新闻传播
学等学科学者的加入，使研究队伍的结
构更加合理， 而研究队伍的年轻化，更
是为新子学研究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活
力。除了学术层面的意义，方勇特别指
出这种新型学术领域的现实意义，“新
子学”要回应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诸

子精神的当代意义的讲话要求，研究者
要紧抓时代脉搏，凸显学者声音，同时
也要满足大众需求，积极介入教育界和
传媒，面向子学爱好者和一般公众讲清
楚经典的基本内涵和微言大义，准确传
播历代先贤的智慧，使其在当代社会生
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原《中州学刊》社长汤漳平教授坦
言，当前“新子学”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如
何准确地对传世作品作出评价和新的
阐释，避免褒贬任性、抑扬过实的误区。
而韩国圆光大学校教育大学院姜声调
教授则表示，韩国的诸子学研究走进了
一条墨守方法论之路， 表现为偏离文
本、华而不实，亟待自我检讨和反省。他
说， 当前韩国学者已开始研究“新子
学”， 正潜移默化地推动韩国学术研究
的转型，并在“新子学”的推广方法和实

际操作上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方勇教授告诉记者， 国内第一套

高中传统文化通识教材今秋开学将正
式进入学校课堂。 这套国学教材包括
《论语》《孟子》《道德经》等，这些是传
统文化的经典， 也是诸子学界的研究
重点， 希望能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搭建
桥梁，真正让诸子学走近时代。

据了解，2010年， 华东师范大学
整合文科院系和古籍所、 图书馆有关
力量， 并联合国内外相关高等院校和
学术机构，启动了《子藏》编纂工程，并
分别于2011年12月和2014年4月陆续
发布了《子藏》第一批成果《庄子卷》以
及第二批成果，包括《鬻子》《关尹子》
《列子》《商君书》《韩非子》 等12个系
列， 共收入先秦至民国时期有关子学
著作672种。

杨林柯：读书重建我们的文化
我认为：生命有“向外”和“向

内”两个方向。过于向外的生活容易
使心灵空虚，精神饥饿，而读书则可
以让人充实内心，认清自我，更加关
心这个世界，对历史现实的“同情之
理解”更容易达成。

我个人从小喜欢读书。 小学处
于文革后期，因为无书可读，甚至读
字典，中学和大学读了大量文学书，
进入中学教书， 面对年轻生命的空
洞与茫然， 也让我对他们的未来充
满了焦虑，如何能帮到他们，无愧教
师的良心？我当时想到了读书。

因为孩子们太忙，没时间读书，
那我就想，能否自己多读点，把自己
变成一个资源，也能影响到他们，于
是，我就开始广泛阅读，从中国到外
国，从古代到现代，从哲学到历史，从
文学到宗教……确实读得很疯狂，
以至于泡脚和如厕都拿着书， 而且
我有写读书笔记的习惯，几年下来，

竟然写完了大大小小十几个本子，
摞起来有一尺多高。 我把自己的读
书收获与学生一起分享， 也不断给
学生推荐优秀文章， 甚至把语文课
开到了学校的阅览室。渐渐发现，喜
欢读书的学生多了， 生命有改变的
学生多了。

后来，我建立了博客，转发一些
有价值的文章和我自己写的文章，
几年下来，阅读量超过300万。我也
在课堂、QQ群、微信圈和我们成立
的读书群里不断分享一些有价值的
文章，给学生、家长和老师推荐好文
章，并把它当做每天的义务，早起晚
睡，长年坚持，乐此不疲。

这些年， 我也利用到各地讲座
的机会不断推广阅读， 在这些活动
中，结识了许多书友和同道者，也得
到了最快书讯，分享到许多好书。读
多了就想写，多年来，我坚持阅读和
写作，每年发表几十篇文章。我的教

育随笔集《推动自己就是推动教育》也
将于近期由华东师大出版社推出。我
平生最喜欢旅游和读书，我认为，旅游
是放大身体半径， 读书是放大心灵半
径。 身心的放大实质上是一个人生命
时空的放大， 它让一个人的生命更有
方向感。

一百多年来， 我们着眼于把这个
国家变成现代国家， 先是器物文明的
追赶， 后是制度文明的学习， 最后发
现，文化才是根本问题，而文化问题最
后还是人的问题，因为人是文化载体。
所谓现代化，不仅仅是物质的现代化，
根本上是人的现代化， 只有人的现代
化才能建成现代国家。

我认为， 中国问题， 制度是关
键， 人心是根基， 而人心的改变、 人
性的提升， 在一个宗教传统薄弱的国
家， 必然有赖于全民阅读， 要着眼于
将读书作为每个人终身必修的志业。
但我们的阅读现状不容乐观。 连续几

年的阅读调查显示， 我国人均纸质图
书消费量不到5本 （如果去掉学生用
书， 其实不到1本）， 远低于以色列的
64本、 俄罗斯的55本和法国的20本。

有人说，中学阶段读的书会成为骨
骼，化作血脉，可中学教育因为应试的
压力，阅读不断被边缘化。好在校内外
的读书问题已经引起了高层的关注，连
续两年，“全民阅读”被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 意味着读书问题已经正式进入
国家的政治议程，同时，民间许多机构
也在推广阅读，这种朝野的共识、上下
的互动，让我们对这个社会的精神走向
充满更多期待。

我想，只要社会各界有更多的人来
关注阅读、推广阅读，我们社会的精神
短板会不断得到弥补，因为阅读是幸福
人生的内在保障，也是实现和谐发展的
必要途径。 祝愿阅读重建我们的文化，
也祝福文明强大我们的国家！

（文字整理 伊湄）

书海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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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的每一天都是读书日

众筹出版物“校园文摘”丛书出版

“一群少年作家，一个众筹故事，一套校
园文摘，一抹青春时光。”在日前举办的“校园
文摘”新书发布会上，中央编译出版社副社长
邓永标如此概括我国首个中学生众筹出版项
目“校园文摘”系列丛书。这套由500名青少
年作家共同打造的丛书包括《最怕想起你》
《第十三个星座》等12册，每册分“繁星梦”“青
春驿站”“鬼马狂想曲”等7个板块。

中央编译出版社总编辑刘明清表示，在
前期市场调研中发现， 我国青少年文学创作
队伍整体水平堪忧，针对此现状，该社作为首
个中央级出版单位在众筹网上线， 为青少年
写作爱好者打造了“校园文摘”丛书这一出版
项目。 （王珺）

4月23日，本报联合百年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在京举办“中国教育报2014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揭晓仪式暨校
长阅读论坛”，为世界读书日增添了一抹色彩、几多激情。与会校长、教师就阅读与教育、阅读与人的精神成长发表
了精彩演讲。今天本刊选发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翟小宁、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师杨林柯在论坛的演讲，
与读者共享。世界读书日过去了，读书的理由却与生命一同存在着，所以，我们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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